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插画展亮相

一个可以看可以听的展览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昨天起至 2 月 24 日，举办

五届的插画展首次走出陈伯吹的家乡宝山，在朵云轩艺
术中心呈现五年来的成果。展览收集中国、意大利、阿根
廷、西班牙、伊朗、法国等 20多个国家 100 位专业插画
师的 250余件作品。

走进展览现场，一个个明快的色块区隔每一年度作
品。在知名原创绘本作家熊亮看来，每次活动产生的涟
漪，都会悄然波及未来世界，成为浪潮。这股浪潮是什
么？或许是插画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性。在中国艺术中，

民间艺术与儿童和生活的距离最近，无论造型、色彩、材
料运用、构图、寓意和隐喻、图像的平面设计、叙事方式都
有丰富可挖掘的潜质。

这是一个可以看，也可以听的展览。每幅作品旁的题
签除了作品名称、作者，还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能听
到插画相关的故事。征集作品时，主办方就要求作者附上
画作的故事介绍、创作灵感等，有的系列画作本身就能构
成一部小绘本。在“我的小时候”主题下，既有令人忍俊不
禁的幼儿园记忆，也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一位西班牙画家
的“我的小时候”，画的是女巫、怪物小时候与成年的对比。

在“回归自然”主题下，有中国文化传统不太涉及的“死亡”

主题。一组 3幅插画组成的系列中，一开始，几只老鼠抬着
躺在立顿茶包空盒中的同伴， 接着是泥土下老鼠的骸骨，

围绕着地下的昆虫， 最后， 骸骨上长出花草， 有蝴蝶围
绕———听上去有些“恐怖”的故事，但画面灵动，有童趣。

《一代外交家顾维钧》再版
新增十余张早年珍贵照片

本报讯 （记者 吴桐）昨天，《一代外交家顾维钧》在
上海图书馆发布，以此纪念顾维钧诞辰 132 周年。此书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首发于 2006年，如今再版，新增十余
张顾维钧早年的珍贵照片。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1919年，

他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对西方列强说“不”，最终拒绝
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45年，他在《联合国宪章》上
签下第一个名字，推动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之一。《一代外交家顾维钧》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
顾维钧的生平以及他对 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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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付青 记者 顾泳）在即
将迎来开业五周年之
际，上海市质子重离子
医院再传好消息 。日
前，复旦大学与上海申
康医院发展中心签署
协议，双方合作共建上
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临
床技术研发中心），医
院挂牌成为复旦大学
附属质子重离子医院。

上海市质子重离
子医院自筹备之始，即
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深入融合，两院在
诊疗资源、人才团队等
方面高度共享，互相促
进。 本次合作共建签
约，两院的高度融合与
合作将进一步拓展、深
入。未来，复旦大学将
在医、教、研各方面对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
院进行强有力支持 ，

医院将继续围绕肿瘤
疾病诊治、 科学研究
等方面下功夫， 不断
创造质子重离子治疗
“上海标准 ” “上海经
验”，打造国际一流质
子重离子治疗和研发
中心。

另悉，作为目前全
球唯一通过“国际医疗
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

（JCI）认证的质子重离子中心，上海市质子
重离子医院自开业以来已实现快速发展，

正全面朝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医院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治疗患者 2500

余例， 其中去年治疗患者出院数创新高，

超过 800例，步入国际一流粒子机构领先
水平。医院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突出重离
子技术优势，鼻咽癌、颅内颅底肿瘤、早期
肺癌、肝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 6个重点
病种治疗患者数占治疗总数的 60%以上。

其中，重离子治疗复发鼻咽癌、肺小结节
肺癌等实现国际放疗领域“零的突破”。医
院品牌渐渐形成，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患者
约占六成， 更有 40余名外籍及港澳台地
区患者慕名前往接受治疗。

上海科学家研制出仿皮肤压力传感器

有望实现盲文智能识别

本报讯 （记者 黄海华）盲文是视障
人士的一种重要交流工具，在现有盲文识
别方法中，盲文特征点的提取通常是手工
进行的，费时费力，无法保证提取特征的
有效性，而且识别精度很低，抗干扰能力
较差。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王家成研究员、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
授卢红亮、张卫研制出一种仿皮肤式柔性
压力传感器，基于此传感器，有望实现盲
文智能识别。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
期刊《纳米能源》上。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世界约
有盲人4000万， 其中中国是盲人最多的国
家。开发一种高精度、实用的盲文识别装置
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柔性电子技术的发展，

可穿戴设备、仿生电子皮肤等智能传感领域
逐渐成为研究者的探索热点，柔性传感技术
的实现颠覆了人们对传统传感器件形态和
功能的认知。其中，电子皮肤是通过电学信
号的集成与反馈来模拟人体皮肤感受外界
刺激（压力、温度、湿度）的新型电子器件。

基于人体皮肤结构，科研人员提出一
种仿皮肤式的柔性压力传感器，并将其应
用于智能盲文识别。传感器有三个主要部
分，分别对应人体皮肤的表皮、真皮和皮
下组织。顶部基质为荷叶棘突随机高斯分
布的力信号感知层， 与表皮结构形态相
似。这种微结构对于提高灵敏度、测量和
识别弱力是必不可少的。中间导电填料为
力信号处理层，可在外力加载和卸载下压
缩和释放。 底部基板是力信号转换层，能
够将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该传感器灵敏
度可达 507千帕分之一， 显著优于报道的
其他同类器件。此外，利用随机森林算法，

首次实现实时盲文的有效识别。未来，该研
究团队将进一步开展大面积、高灵敏、高分
辨、自供能传感器件的研究应用，努力实现
柔性传感器件的产业化、实用化。这将有助
于推动机器人、可穿戴领域的快速发展。

今日看点让劳动成为生活习惯，成为孩子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

张安朴、赵谷行、张乐陆办美术联展

瞧，这“么么黑”一家
本报讯 （记者 钟菡）在美术界，父子、兄

弟或是伉俪画家不少，可一家三口都是画画的
却不多。张安朴的钢笔水彩风景，赵谷行的国
画花卉，张乐陆的“么么黑”绘本，这一家三口
的美术联展 1 月 15 日至 2 月 16 日在静安区
文化馆举行，展览名称为“家”。

“一家三口第一次联合展览，是父母邀请
你来的吗？”早在布展时，记者就采访了中国美
术家协会 80 后会员张乐陆。他边给“么么黑”

贴眼睛边点头。“不是你主动提出来的？”“当然
不是咯。”“有被‘胁迫’的感觉吗？”“当然咯！”

张乐陆笑了。

走进展厅，最先看到的一排作品是张安朴
笔下的《解放日报》数十年变迁———从清凉山
到申报馆，到汉口路、都市路，再到现在的严同
春宅，笔墨之间蕴藏深沉情感。张安朴曾任《解
放日报》摄美部主任，在报社干了三十多年；妻
子赵谷行在《萌芽》杂志当美编；儿子张乐陆则
在申报馆楼上的报社托儿所度过了懵懂岁月，

“这里也是我们的家。”

在这个特殊的“家”，张安朴完成他一系列

重要宣传画创作。他犹记报社
老领导说过，“《解放日报》的
美术编辑一定要会画宣传画，

好的宣传画就像一篇社论。”

此次展出的创作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宣传画，不少曾作
为刊头在报纸上发表，有些被
上海美术馆收藏。钢笔水彩画
是张安朴为大众熟悉的另一
种绘画样式，“选择钢笔水彩
也是根据报纸出版的需要，它
容易制版，适合报纸做插图”。退休后，他用钢
笔水彩画遍上海，也去世界各地写生。“张安朴
展区” 的最末一张作品是 1977年旅行结婚时
画下的桂林山水，“那是我们家庭的开始”。

由这幅画开始， 便过渡到赵谷行的展区。

一路都是雅致的国画花卉，也有颇具生活趣味
的柿子，从中可见笔墨的劲道。“她的老师都是
名家，唐云、曹简柔、黄若舟，笔头自然可以。”

张安朴笑着调侃。小时候，赵谷行还曾受到一
位邻居的启迪，这位邻居叫丰子恺。

再往后走，踏入张乐陆和他的“么么黑”世
界，画风突变。三只黑猫和三只老鼠各围着一张
桌子，在同一个屋檐下开着各自的茶话会，屋顶
一串红色小鱼干，装点出喜庆氛围。几面精心绘
制的涂鸦墙供观众拍照“打卡”，抱枕、背包、台
历等么么黑授权衍生产品， 给观众带来欣赏画
作以外的乐趣。这片展区是张乐陆独立设计的。

一面墙上画着“三人行有师也”，这是为展览特
供的么么黑新作———三只黑猫齐聚一堂， 背对
背各描各画，正是这一家三口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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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泳

耄耋之年的陆焕珍老人患有高
血压，并伴有骨质疏松，由于子女不
在身边， 老人求医问药多有不便。去
年， 陆焕珍与杨浦区长白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茅俭波签约，茅
医生为她建立家庭病床， 每周上门
随访管理，让老人感受到家庭医生的
周到服务。

在上海，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不断拓展外延内涵。 市卫生健康委昨
天传出消息： 目前全市所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均实现午间门诊、 双休日门
诊全覆盖，一解居民实际需求；随着老
龄化程度加深， 家庭病床作为家庭医
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也在充实中医
适宜技术、安宁疗护服务，力争有效提
升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

【社卫中心】

周六、日上午门诊全开
上班族、学生族平时没空，双休

日看病、帮老人配药，家门口医院万
一不开门怎么办？市卫健委去年 8月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延时服务的通知》， 统一明
确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延时
服务时间， 切实解决居民实际需求。

目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六、周
日上午开设门诊覆盖率已达 100%，

周六下午门诊覆盖率达 56%，周日下
午门诊覆盖率达 53%。

杨浦区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内， 午间延时及双休日门诊极大便捷
了周围居民。中心主任刘波告诉记者，

中心开设午间、双休日门诊后，居民前
来问诊不在少数。过去五个月，午间延
时门诊共问诊 3.3万人次， 双休日门
诊问诊 1.1万人次， 两者分别占中心
门诊量的 9.2%、3.1%。 已退休的糖尿
病患者忻阿姨说，“平日帮子女带孩
子，双休日才有空来中心配药。社区双
休日门诊太方便了。”

历经五个月探索实施，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
据辖区居民具体需求，精准调整优化延时服务。记者了
解到，徐汇区康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休日增加计免、

五官、皮肤服务内容；闵行区吴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
休日增加检验、超声、心电图、放射科、输液室服务内容；

嘉定区徐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休日将服务时间从
原先的 13:00至 16:00延伸为 11:00至 20:00。 此外，有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分中心、服务站等纳入延时服
务范围。而在郊区，根据居民实际需求与周边医疗资源
分布情况，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提供工作日晚间门
诊服务，实现“晚间延一延”，满足居民夜间就诊需求。

【家庭病床】 新增临终居家安宁疗护
家庭医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延伸至家庭病床，市卫

生健康委昨天透露，作为国内每年建立家庭病床最多的
城市，2018年上海约有 7.2万张家庭病床， 新建家庭病
床约 5.4万张，服务对象主要是 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

约占服务总数的 95%。

完善家庭病床服务，今年伊始印发新版《上海市家庭
病床服务规范》，23条标准 64个项目对服务提出更明晰
规范的要求，还突出中西医结合优势，丰富服务内涵。此
外，上海成立全市家庭病床服务质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刘
登透露，新版公布的 64个项目，较上一版 2010年公布的
地方标准更细致、更规范。尤其亮眼的是，新版规范增加
了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数十种，新
增临终居家安宁疗护项目等，“未来， 我们希望由中医家
庭医生开展的家庭病床服务， 占所有家庭病床总数的
30%，进一步扩大中医药在社区健康服务中的影响力。”

记者同时获悉，新版规范重新界定开展服务的医疗
机构类别。目前，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外，设有全科医
疗科诊疗项目的门诊部和全科诊所也可向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申请，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登记。迄今已有一家注
册点位于黄浦区的社会办门诊部通过登记申请，下阶段
如能通过专业质控，将可获得相应服务资质。

中小学生明起迎来寒假，学校布置作业接地气寻年味儿

告别“写写抄抄” 多学劳动技能

■本报记者 龚洁芸

日记 5篇 、练字 20页 、完成 《寒假生
活 》……这是以前假期作业绕不开的“老三
样”。明起，本市中小学生将迎来寒假。记者了
解到，孩子们的假期作业不再只是传统的做
题、写日记，而是增加了体验式和个性化的
新内容，包括德育类、实践类、亲情类、民俗
类、见闻类、运动类等各类作业。作业接地
气，年味儿也很足，还多了份人文关怀和社
会实践。

从小报到完成“微报告”

曾几何时，几乎每个学生的寒假作业总
少不了一张小报。 但小报因为常由家长代
劳，或是“模板在线”，多受诟病。记者发现，

这些年来，小报渐渐淡出“作业群”，取而代
之的是更注重孩子探索精神、培养综合能力
的微报告。

返校日，杨浦小学三年级班主任邵敏媛
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叠空白的 A4 纸。 寒假
里， 学生们要完成为期 7天的观察日记。邵
敏媛仔细解释这份“微报告”的要求：“观察
的对象可以是你感兴趣的动物或植物，也可
以是你体验的一个实验，或是用 7天时间连
续完成一件事，也可以设计一份 7天旅游线
路，当然也可以是你学习一项运动技能的过
程。”

“我们将在开学后收集优秀作品，装订成
册，放在学校图书馆供学生们阅读。”邵敏媛还
给孩子们带了两份模板：一份是图文并茂的美
食家日记，另外一份是小猫观察日记，都由孩
子自己设计完成，充满童趣，又有观察体验报
告最基本的元素。邵敏媛说，这份观察日记可
以跨学科，美术、语文、数学、英语、科技等知识
都可涉及， 也可以以小队为单位分工合作完
成，作为一次“社会实践”的初体验。

寻上海味道找温馨回忆
寒假还未开启，黄浦区卢湾三中心小学的

“小脚丫”们，已经在上海的标志性地标———人
民英雄纪念塔、豫园、城隍庙留下研学的足迹。

这个名为“小脚丫走进城市山林”的微旅行，成
为孩子们寒假生活的第一项“作业”：打卡带有
上海烙印的地标，了解背后的故事，品一品上
海老城厢传统的大白兔奶糖、 茴香豆和蝴蝶
酥，寻上海味道，感受上海传统文化。

继“爸爸妈妈带我寻年味”，了解年俗；到
去年的“爸爸妈妈带我回母校”，心存感恩；黄
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今年的寒假亲子作业是
“爸爸妈妈带我找回忆”，聚焦温情。爸爸妈妈
带孩子找一段过往的回忆，可以是父母相识时
常去的地方，如喜欢去的公园、散步的小路；也
可以是爸爸妈妈喜欢的运动， 如打羽毛球、打
乒乓；或是去一家喜欢的小吃店，尝尝难忘的
小吃……用几句话记录这点滴回忆，拍下一张

合影。校长吴蓉瑾说：“和睦的家庭氛围才会
让孩子产生健康积极的情感，和爸爸妈妈一
起回顾过往， 也是帮爸爸妈妈回忆温情时
刻，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

假期实践“五育并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很多中小学将
学会一到两项劳动技能放在“必选作业”中。

上海万科实验小学的同学拿到一张“劳
动达人养成记”表格。孩子们可以选择当“小
当家”，展现一天所做的多项家务劳动；也可
以选择“一项家务技能”，如烧菜、做点心、洗
衣服、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美化家庭环境
等， 展现自己在家务劳动中的一技之长。除
了拍照，还要谈谈劳动之后的感想。

杨浦区少科站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劳动
“比武”：剥毛豆、包馄饨、晾晒衬衫、床铺整
理、垃圾分类，这些家务你会做吗？家里的
水、电、煤费用怎么算……在少科站“节能小
当家”家务秀寒假争擂活动现场，200多名中
小学生两人一组协作挑战节能本领和家务
技能，还根据成绩赢得等级证书。

不少学校的校长认为，“五育并举”中的
劳动教育，在假期是最好的实践机会。上海
市杨浦区建设小学校长张丽芳说，对于低年
级的孩子而言， 让劳动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让他们在劳动教育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品行，

成为他们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

49家剧院去年观众人次增长一成多
“演艺新空间”上演中小型节目作为专业剧场补充，第三批18家挂牌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上海市演出
行业协会总结颁奖大会昨天公布，2019

年，上海49家剧院的67个剧场共完成演出
活动8820场，较2018年增长12.6%。

“新空间”达 50家
包含上海大剧院、 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等在内的 49 家剧院主/合办演出 4080

场， 占 46.3%， 观众达 631.64万人次，较
2018年增长 15.3%。 剧场售出票房 10.98

亿元（含主办演出总票房、租场演出代售
部分票房及梅赛德斯奔驰中心演出活动
票房），租场收入 2.42 亿元，共计 13.4 亿
元，同比上升 38%。

会上，上海大剧院、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等 10 家单位荣获上海市文明示范剧场
称号，市民营院团展演获奖剧目、市文明书
场、上海舞美舞台行业“十佳企业单位”、上
海最佳音乐街艺、上海优秀街艺督导员等各
有归属。

猫悦上城演播厅、猫悦上城影剧院、育音
堂 live house、TZ House—茅台店，打字机博物
馆、艺聚空间、东昌电影院等 18家单位挂牌成
为第三批上海“演艺新空间”，由此上海“演艺
新空间”数量达到 50 家。其中，黄浦区 35 家，

其余分布于长宁、闵行、徐汇、静安等区。

猫悦上城负责人华凌磊透露， 正在建设戏
剧图书馆和戏剧排练厅，今年将在去年3万人次
观众基础上推出“倍增计划”，将观众提升到年
度6万人次，“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推行更加深
度的粉丝‘锁定举措’。戏剧图书馆、戏剧排练厅

均是基于现有演艺品牌的深度拓展。 今天我们
挂牌成为‘演艺新空间’，有利于扩展观众人次、提
升粉丝黏性。”

错层满足文娱需求
除大中型专业剧场之外，还有散布在中心

城区、 适合举行特色演艺活动的公共文化空
间。上海 50家“演艺新空间”既有博物馆、艺术
中心、实体书店、文创园区，也有商场、办公楼、

酒店、餐厅、茶馆等，它们在公共空间一隅，座
位不低于 80 座，演出可以按照时节、环境、氛
围调整。各“演艺新空间”都以打造演艺专卖
店，形成独家特色为目标。

继去年5月为首批10家演艺新空间授牌
后，市演出行业协会不断培育“演艺新空间”进
入演出市场，第二批“演艺新空间”授牌暨节目

场次洽谈现场活动上， 增加拉法耶艺术设计中
心等22家“演艺新空间”，共有1020场演出活动
现场签约，点亮国庆期间的夜上海星空。市演出
行业协会副会长马敏辉透露，今年“演艺新空
间”新授牌单位有望达到80—100家，协会计划
与黄浦区一起开展优秀新空间示范体验系列
活动，组织部分新空间单位赴美国外百老汇交
流考察。

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打造“演艺
新空间”是为了丰富“演艺大世界”内容，使得上
海夜间文娱生活不仅有前往大剧院的艺术赏
析，也有三五知己、职场同仁、亲友聚会在餐饮
之余都能各取所需的文娱休闲。“演艺新空间”

所上演的多为都市话剧、乐队歌舞、地方戏曲等
注重互动的中小型节目，作为专业剧场的补充，

错层满足来到上海的每个人。

“么么黑”展厅现场。 资料图片

昨天，上海自然博物馆迎来一位“新朋友”———一只大型北极熊标本。这件标本由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经过熏蒸、

除尘、修复、着色、上架等处理，标本样貌焕然一新，吸引观众的目光。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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